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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18 日新媒体专
电 日前，新疆警方披露了乌鲁木齐火车南
站暴恐袭击案细节。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
内实施的严重暴力恐怖性质的爆炸袭击
案。

“东伊运”成员伊斯玛依力·玉素普在

境外策划针对乌鲁木齐的暴恐袭击。 今年
4 月 22 日，其下达指令，指挥疆内艾合买
提·热西提等 10 名同伙进行任务分工，制
作爆炸装置，选定袭击目标。 4 月 30 日 19
时 10 分许，色地尔丁·沙吾提、麦麦提阿卜
杜拉·艾提两名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

实施爆炸身亡。 其余 8 名团伙成员全部被
抓获。

现查明，2005 年以来， 该团伙主要成
员鼓吹宗教极端思想，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2012 年，伊斯玛依力·玉素普与境外“东伊
运”组织勾连，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

暴恐团伙。伊斯玛依力·玉素普因组织制爆
活动被公安机关通缉，2013 年潜逃出境，
加入“东伊运”组织。

目前， 警方正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伊
斯玛依力·玉素普进行缉捕。

新疆警方披露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袭击案细节

“东伊运”策划乌鲁木齐暴恐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针对“高考
改革方案 2017 年实施， 英语退出统考”
的传闻，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18 日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特别是高考改革事关千万学子和广
大群众切身利益， 十分重要、 十分复杂、
十分敏感。 目前， 教育部正在前期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 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和完善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

“方案力求充分考虑高考改革的复杂
性、 周期性和长期性， 先试点后推广， 以
积极稳妥地有序推进。” 续梅说， “方案
确定后， 我们一定会及时发布， 按照三年
早知道的原则， 方便考生和家长了解。”

自 17 日开始， 有关 “中国教育学会
会长顾明远称高考改革方案 2017 年实施，
英语将退出统考” 的报道成为关注热点。
记者 18 日午间电话采访了正在杭州出席
学术会议的顾明远， 他向记者详细解释了
自己对高考英语改革的理解： 英语实行社

会化考试、 一年多次考试是改革方向， 现
有的计分体系造成分分计较， 考生差一分
就排一操场， 不公平， 也不科学， 因此我
们很多专家都主张英语实行等级计分制，
并以多次考试中的最好成绩计分， 这绝不
等于高考不考英语， 也不会削弱目前的英
语教学， 因为高校招生录取时对英语等级
仍会有要求， 只是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的
高校的要求可以有所区分。

去年， 教育部曾表示拟于 2017 年实
施高考改革试点。 “当时教育部是根据三
年早知道的原则， 宣布的这一时间节点，
但是高考牵系重大， 目前方案尚未确定，
因此有关改革的一切都要以相关部门的正
式公布为准。” 顾明远说。

已卸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
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教育
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近年
来， 顾明远参与了关于高考改革的相关调
研和方案论证。

教育部回应“英语退出统考”
称方案仍在研究制定完善中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专电 国家统计
局 18 日发布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
格。 从更能反映价格变动最新情况的环比
数据看， 无论是新建商品住宅还是二手住
宅， 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均比上月减
少。

调查显示，4 月份我国 70 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
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8 个，比上月增加 4 个；
持平的城市有 18 个， 比上月增加 8 个；上
涨的城市有 44 个，比上月减少 12 个。 环比
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 0.4%，最低为下降
0.7%。

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 二手住宅价

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22 个， 比上月增加 8
个；持平的城市有 13 个，比上月减少 1 个；
上涨的城市有 35 个，比上月减少 7 个。 环
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 0.7%，最低为下
降 0.8%。

从同比数据看，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
中，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
1 个，上涨的城市有 69 个，价格同比变动的
最高涨幅为 13.6%，最低为下降 4.4%；二手
住宅价格同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2 个，持
平的城市有 1 个， 上涨的城市有 67 个，同
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 12.0%，最低为下
降 8.3%。

4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

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

本报讯（记者 贺万伟） 5 月 18 日，
由青海西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举办的
“昆仑晶石”新型整体艺术卫浴展示暨新
闻发布推介会在西宁体育馆广场隆重举
行。 现场展示的由青海西旺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绿色艺术
卫浴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观。

青海西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旺公司”）始创于 2002 年，正式
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
和销售新型绿色卫浴洁具、绿色装饰性
板材、绿色节能艺术幕墙和整体卫浴等
绿色产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西旺公司的核心产品———匠·汇
集绿色卫浴产品以其独特而卓越的
品质引领着世界卫浴洁具行业的新
趋势。 匠·汇集绿色卫浴产品是利用
公司全球首创的专利技术，通过先进
的创新工艺聚合昆仑晶石而成的新
型绿色卫浴洁具，它具有健康、环保、

低碳、节能和资源循环等优点，尤其在制
造工艺方面，完全克服了陶瓷行业的诸多
弊端，体现出了低耗、高效、可回收利用等
显著特点。

在当今发达国家倡导 “从摇篮到摇
篮”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匠·汇集绿色
卫浴产品的问世，无疑给卫浴行业乃至整
个工业带来了一次颠覆性的创新革命。

“昆仑晶石”艺术卫浴亮相夏都

中俄海上联演兵力集结完毕
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

习参演兵力 18 日在上海集结完毕。 14
艘水面舰艇、2 艘潜艇、9 架固定翼飞
机以及 2 个特战分队和 6 架舰载直升
机已经完成演习前的所有准备。

中俄海军都派出主力战舰参加此
次演习。 中方参演兵力以东海舰队为
主。其中，导弹驱逐舰郑州舰和宁波舰
均为首次参加中俄联合军演。 2013 年
服役的郑州舰为国产第三代导弹驱逐
舰，被誉为“中华神盾”，装备有多套
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 配备
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导弹发射装置，性
能先进，技术含量高，可单独或协同海
军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具有
较强的远程警戒探测和区域防空作战
能力。

俄方 6 艘参演舰艇于 18 日抵达上
海。“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潘捷列
耶夫海军上将” 号大型反潜舰、“快
速”号驱逐舰和“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
将” 号大型登陆舰都是俄罗斯太平洋
舰队的主力战舰。 中俄两国海军定于
5 月 20 日至 26 日在长江口以东的
东海北部海空域举行代号为“海
上联合 -2014”的海上联合军事
演习。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张军社说， 中俄两国同为亚太
地区大国， 在维护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和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
益和愿望，也担负着维护地区安全与
稳定的重要责任。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常态化、机制
化的合作形式。 此次演习目的在于巩
固发展两国两军战略协作，提高两国
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
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此次演习的亮点之一在于重点
演练海上联合保交行动的指挥协同
和保障。”张军社说，所谓“保交”，就
是保卫海上交通线。 联演中，中俄海
军将围绕联合保交这一战役行动所
涉及的指挥协同、保障和各种战术行
动进行重点演练。 演练的战术行动课
目包括联合护航、联合解救被劫持船
舶、联合搜救、联合防空、联合反潜、
联合对海突击等。

张军社说：“此次演习的课目设
置更为务实，与以往中俄海上
联演相比，演习双方首次将
参演舰艇全部混编，首次组

织水面舰艇编队进行超
视距攻防演练，首次安
排潜艇与水面舰艇自
主对抗， 演习的联合
性 、 实 战 性 明 显 增

强。 ”
据新华社电

18日下午，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上海吴淞军港码头。 中新社发


